
□本报记者 李婧

①甲沟炎。 一旦咬掉指甲下
的角质层， 就易引发甲沟炎。 ②
胃肠疾病。 手上的细菌可能进入
体内。 ③指甲畸形。 咬指甲可能
损伤指甲生成层，导致指甲畸形。
④手疱疹。 如果有口腔疱疹，咬
指甲可感染手指。 ⑤牙齿问题。
长期咬指甲会诱发牙龈炎。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手机屏幕脏兮兮的难清理
时，只需往屏幕上倒点花露水，用
纸巾擦一擦， 立马就能干净如新
了。 擦拭后，不仅能清除手指印，
还不易沾灰尘。 此外， 如果手机
玩久了背面发烫， 只需准备一张
纸巾，往上面滴点花露水，再用纸
巾擦拭手机背面就可帮助散热。

入秋后， 蚊子不但没消失，
反而更加卖力， 在我们的皮肤上
留下一个个经久不退的痕迹。 抓
挠会使皮肤里的感染物扩散， 引
发更大面积的炎症免疫反应。 可
以用香皂水、 淡盐水、 花露水等
进行止痒， 冰敷也能有效解痒。

这样梳头少掉一点头发

经常梳头能活络经脉， 有益
健康。 应记住以下7点： ①不要
一梳到底： 应先用手握住一截头
发 ， 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
尾。 ②常清理梳子： 塑料梳子用
水泡， 再用牙刷、 肥皂刷洗。 ③
短发也要梳。 ④梳梳头皮。 ⑤头
发干了再梳。 ⑥少用塑料梳子。
⑦不要不分前后随手梳。

手机屏幕脏喷点花露水

蚊子咬的包越挠越红肿

咬指甲容易咬出5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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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至7月间， 刘某伙
同王某、 赵某等多人冒用301医
院专家医生等虚假身份向老年人
推销 、 出售 “贡宝牌野生灵芝
粉” “贡宝胶囊 ” 等伪劣保健
品， 骗取多人的钱财。

刘某负责总体策划， 王某、
赵某等人负责扮演专家医生为被
害人进行所谓治疗、 针灸， 其他
多名被告人负责联系、 维护 “客
户资源”， 以便推销、 出售伪劣
保健品。

该团伙在石景山区 、 海淀
区、 大兴区等多地， 先后对19人
行骗， 骗取了人民币80余万元。

法官提醒： 别贪 “便宜”
骗子通常利用老年人有一定

存款、 缺乏安全感、 对骗局的识
别能力差等特点， 并抓住老年人
身体衰老、 疾病增多、 担心病情
严重等心理， 通过提供所谓免费
“服务”、 售卖药品、 伪劣保健品
等手段想方设法诈骗老年人财
物。 犯罪分子多利用赠送 “小礼
物”、 提供免费 “服务” 等手段
吸引老年人的注意。

因此， 遇到所谓的 “便宜”，
老年人更要提高警惕， 加强防骗
意识， 远离骗局。 对于购买服用
类药物、 保健品等产品， 更要谨
遵医嘱、 选择正规产品。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 为保证
首都中秋节市场食品安全秩序，
确保北京市广大市民欢度佳节，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坚持 “以规范
促管理、 以质量保安全” 建设平
稳、 有序、 放心的消费环境。

1.签订 “三方协议” 明确各
自职责。

加强对生产企业、 市场主办
方、 场内经销商的指导力度， 通
过引导、 协调签订三方协议， 规
定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2.开展 “三重检测” 确保食

品质量。
通过厂家提供检测报告、 市

场自律快检 、 监管部门抽检的
“三重” 检测方式， 确保了月饼
等节令食品质量安全。

3.推进 “三项转变” 保证市
场稳定。

将流通领域常规监管模式转

变为对指导生产企业、 市场主办
单位、 场内经销商三方自律的管
理方式， 延伸监管触角。 重点加
强市场主办单位和商户的监管，
将生产企业纳入联动惩戒机制的
范畴， 保证追溯渠道畅通。 从临
时性整治， 转变为常态化、 机制
化的日常监管 。 指导市场主办

方 、 经销商对月饼商品加强审
查， 严格准入标准。 从市场管理
员分散管理， 转变为专人集中管
理。 在市场内设立节令食品安全
责任人， 按照 《节令性食品管理
制度》 的要求， 负责检查市场内
节令食品管理工作， 做到分工明
确、 专人专管。 （许正虹）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积极开展节日市场监管工作

近日， 石景山法院受理了12起涉老年人诈骗类案件。 法官
介绍， 为吸引老人陷入其“套路” 中， 犯罪分子经常以“免
费” 为诱饵， 通过开推介会、 介绍会、 免费体检、 低价旅游、
上门服务等活动博取老人关注及参与。 有的犯罪分子针对老人
的情感需要， 提供所谓的“家人般的温暖”， 且不断出现“消
灾” “高科技技术” 等新套路。 为了给各位老年人答疑解惑，
石景山法院法官在接受劳动午报记者的采访中， 结合案例对典
型诈骗类型进行了解读。

燃气小广告骗局

上门修灶的是骗子
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间 ，

马某、 王某在北京市石景山区、
海淀区、 丰台区多个小区散发燃
气集团公司的广告， 并冒充北京
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四分
公司工作人员， 通过电话预约上
门进行燃气管道检修。 他们谎称
老人家中燃气灶漏气或其他原因
需要更换， 使用假冒名牌燃气灶
骗取多名被害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15400元。 马某、 王某被抓获后
获刑。

法官提醒： 别信广告信正规
渠道

这种骗术在北京乃至全国已
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市民尤其
老 年 人 应 当 特 别 注 意 。 与 本
案 相 似的上门骗术还有以下几
种： 一是冒充物业、 派出所工作

人员推销安装报警器。 二是冒充
检疫局、 制药局工作人员， 哄骗
居 民 买 蟑 螂 药 ， 有 的 随 便 喷
两 下 药就要收取高额费用 ， 有
的直接推销产品。 三是张贴小广
告、 推销净水器， 谎称自己是供
水集团员工， 免费为居民安装净
水器， 通过收取成本费和押金骗
取财物。

类似的新闻不胜枚举， 这种
流行骗术的共同特点就是冒充某
类专业人员， 以此来骗得居民对
自己身份的认同进而进行诈骗。
再此提醒社会公众 ， 对于报警
器、 燃气灶等家用设备的安装、
维修、 更换， 一定要选择正规渠
道预约服务、 购买产品， 不要轻
信他人购买、 更换、 维修产品的
要求。

医学专家“走穴”骗局

“专家”不一定是大夫
2017年2月至10月间， 李某

与杨某、 贾某等15人为实施诈骗
组成犯罪组织 ， 在本市石景山
区 、 丰台区等地引诱老年人参
加 “健康讲座 、 免费健康咨询 ”
活动。 他们谎称团伙成员贾某、
张某、 苏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 空军总医院、 北京医院 、
北京协和医院等知名医院的专
家， 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并以现
场看病、开药的方式，将“百邦牌
天元胶囊 ”“百邦牌银杏丹葛胶
囊” 当作特效药品高价销售给被
害人。 经查， 被告人李某等人通
过上述方式， 共骗取翟某等124
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93万余元。

据悉， 为了保证健康讲座能

吸引老年人参加， 杨某招聘多名
工作人员，分别担任医生、外联、
专员、会务、司机等不同角色。 从
发传单获取老年人联系方式、 电
话邀请， 到会务人员热情接待，
从冒充大医院心脑血管病专家讲
座授课 、 免费看病 ， 到专员陪
同、 送药上门， 全程多名工作人
员服务， 采用一对一诊断、 面对
面介绍、 多对一陪同的形式， 营
造一种关怀亲切的环境， 从心理
上获得老年被害人的信任， 更容
易使犯罪分子实现诈骗目的。

法官提醒： 别迷信走穴专家
与神药

犯罪集团将无业人员或者退

休的普通医院非心脑血管病医生
虚构为留美博士、 知名大医院心
脑血管病专家。 随后将保健品宣
称为大医院、 名医参与研制的新
型药品， 宣扬吃了自己推荐的药
“两个疗程可以治好” “半年吃完
能痊愈”“一年去根儿”等，并谎称
“该药是内部药一般买不到， 是
干部病房专用的 ” ， 虚假承诺
“服药三个月后免费到三甲医院
做检查”， 获取被害人信任。

提醒老年人要对所谓专家医
生的 “走穴 ”治疗 、讲座要保持
警惕心态 ， 不要迷信他人吹 嘘
药品 、 保健品的神奇功效 ，如
遇身体不适，要去正规医院就诊。

保健品骗局

健康讲座只是推销

涉涉老老年年人人骗骗局局花花样样多多
法官提醒别贪“便宜”


